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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權保障乃歐洲聯盟之一項法律原則，並具體規定於一九九三
年十一月一日生效之歐洲聯盟條約。1 人權保障因此形成歐盟法律
秩序與政策理念之重要內涵 (Hartley, 1998: 132-133)。人權保障向
來受到歐盟國家之高度重視，因為西歐乃近代人權思想之發源地。
歐盟國家皆為聯合國會員，並共同簽署多項聯合國及歐洲區域性人
權公約，例如一九四五年的「聯合國憲章」、一九四八年的「世界
人權宣言」、一九五○年的「歐洲人權公約」等項目，所以人權保
障得以透過會員國締約方式，在早期階段即以間接方式進入歐盟法
律體系。
「聯合國憲章」第一條及第五十五條規定，聯合國是以「不分
種族、性別、語言與宗教，以促進對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
尊重」為目標，並促進國際合作。因此，人權保障在戰後已進入國
際領域，逐漸發展為一項國際法原則與普世價值理念。歐盟人權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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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之建構與實踐基本上也反映此一發展趨勢。
人 權保 障在一 九五 七年歐 洲經 濟共同 體條 約中並 無具 體規
定，其原因乃歐體基於功能主義考量，以推動共同市場為主要目
標。另外，歐體認為會員國國內法似已提供完整人權保障，然而歐
洲法院之實踐填補了此一條約上之省略規定，顯示歐洲法院法院造
法或司法立法之「司法積極主義」(judicial activism) (Weiler, 1986:
1118)。
歐洲法院在一九六九年 Stauder 乙案中，2 明確表示基本權利
構成了歐洲法院所保護的歐體法律之一般原則。歐洲議會、歐體理
事會及執委會於一九七七年四月五日的一項聯合聲明中，承認了歐
洲法院有關人權保障之判例法。3 事實上，歐體會員間也一直相互
合作或共同簽署一些國際人權條約，因為人權保障在會員國具有共
通性，乃源自會員國憲法之共同原則與規定。
一九八六年單一歐洲法之序言提到「歐洲人權公約」與「歐洲
社會憲章」。歐洲聯盟條約第六條進一步就人權保障原則及尊重基
本權利加以規定，奠定人權保障在歐盟法律秩序之憲法性基礎。歐
洲聯盟條約針對「歐盟公民權」也加以規定，具體提昇人權保障之
層次 (Weiler, 1999: 334-338)。
在對外關係方面，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一七七條規定，歐體發展
合作政策應對開發中國家之民主、法治、人權保障與基本自由之一
般目標有所貢獻。二○○三年二月一日生效之尼斯條約 (Treaty of
Nice) 第一八一 a 條重申前揭目標。因此，在經貿與發展合作領域，
歐盟對外條約之人權條款也具有憲法性法源，使歐盟得以有效推動
其人權保障之理念，進而發展為「南北合作」之一種新模式 (Snyder,
2003: 529; Horng, 2003: 698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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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○三年七月十八日出爐之「歐洲憲法條約」草案，4 將「歐
盟基本權利憲章」納入並合併相關人權文件，更使歐盟人權保障呈
現法典化、憲法化之趨勢，而非僅是法律原則規定或政策理念宣
示。歐盟據此將有機會建立一項人權保障之創新及「特殊」(sui
generis) 法律秩序。此一法律秩序之主體不僅包括會員國與歐盟機
構，並且包括歐盟公民。歐盟公民人權保障不但來自條約明文規
定，同時源自條約對歐體機構、會員國與個人明確規定之義務。歐
盟機構與會員國在適用歐盟法律與執行歐盟政策，皆應尊重人權保
障。人權保障也將具有共通性共同標準，隨著歐盟擴大，逐漸歐洲
化；另外在歐盟對外條約人權條款之運作下，產生外溢效果，提高
歐盟影響力。5
人權保障在歐盟因此將具有神聖性，它已超越世俗的宗教信仰
與抽象的哲學觀念，具有現實的規範性與實效性，足以限制歐盟立
法權限，檢視歐盟政策之合法性，填補歐洲議會目前仍欠缺「議會
主權」機制而產生「民主赤字」之缺失；換言之，人權保障在歐盟
之具體實現，將進一步鞏固歐盟的民主機制與政權正當性。人權保
障之建構與實踐，局部反映了歐盟源自文藝復興以來，西方傳統之
批判性人本精神與理性主義，此乃歐盟得以不斷深化與廣化之動力
來源與活水源頭 (Habermas, 1998: 113-118)。
人權保障因此已從國內法發展為超國家法律及國際規範，從國
際干預概念進而強調國家義務與國際合作。另外，貿易與發展政策
並非僅限於現實外交的政策工具，也得成為推動全球人權保障之配
套措施。人權政策因此有助於歐盟人權理念之普及化，並提供歐盟
一項絕佳機會，透過 WTO 或其他國際人權組織，發展具有歐盟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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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之國際規則，建立歐盟柔性領導地位，對人類福祉及文明進化有
所貢獻。
在後冷戰時期，歐盟在某些政策領域已逐漸形成國際理念之倡
議者及國際規則之主導者，例如人權或環境議題。國際人權在二十
一世紀何去何從，是朝向人本主義或功利主義之思想論證？普世主
義或相對主義之理論架構？主權至上或人道干預之政策目標？區
域主義或國際原則之理念延伸？平等標準或雙重 (多重) 標準之實
務操作？權力導向或規則導向之互動合作？凡此種種政策論述與
規則建構之發展方向與競合關係，歐盟皆扮演關鍵角色。
本期專題收錄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於二○○二年十二月十
日「世界人權日」舉行之「歐洲聯盟人權保障」學術研討會所發表
的四篇論文，這些論文都經過審查程序獲得刊登。廖福特先生的論
文〈從人權宣言邁向人權法典──「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」之實
踐〉主要討論三個議題。首先，「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」雖然只
有人權宣言 (declaration of rights) 之地位，實質上卻有人權法典
(bill of rights)之效力。其次，「歐盟基本權利憲章」之範圍相當廣
闊，遍及歐盟三個支柱，同時許多立法草案亦將「歐盟基本權利憲
章」納入，因此其影響力將持續擴張。第三，論文分析未來「歐盟
基本權利憲章」非常可能正式成為歐盟之人權法典。
「歐盟基本權利憲章」公布之後，歐盟已相當重視其效力，經
由實踐力圖將其整合納入歐盟法律規範，另外也被視為歐盟第三支
柱所依賴之主要人權文件及法源。「歐盟基本權利憲章」規定於「歐
盟憲法條約」草案第二部分。各項基本權利之解釋必須符合歐盟法
律之需要及各國共同憲法傳統下，所採取之較高保障標準。「歐盟
憲法條約」草案將來如果被歐盟各會員國批准，將正式成為歐盟憲
法性人權法典，其意義與影響預期將非常重大深遠。
梁崇民先生的論文〈歐盟對於少數人權之保障──少數民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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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數語言個案分析〉討論歐盟少數族群與少數語言權利保障等相關
問題。歐盟向來尊重少數族群的人權保障，以促進歐盟內部種族融
合與歐洲和平。一九九○年代巴爾幹半島爆發種族衝突，甚至種族
屠殺、難民問題，影響區域穩定。另外，十個中、東歐國家於二○
○四年五月一日加入歐盟後，6 少數族群、語言、宗教等問題，將
益加敏感複雜。歐盟少數人權的保障因此顯得特別重要 (Marko,
2003: 186; Toggenburg, 2003: 273-284)。
不歧視原則乃歐盟一項基本憲法原則，歐盟條約第三條第二項
規定，歐體應廢除任何形式之不平等，並促進男女平等。歐盟條約
第六條第三項規定，歐盟應尊重會員國之「國家認同」(the national
identities)。因此少數族群與少數語言之保障，除了是歐盟所追求之
具體政策目標之外，也符合歐盟尊重並倡導歐洲「公民大團結」、
「種族大融合」及「文化多元性」之理念。
焦興鎧先生的論文〈從國際勞動基準論歐洲聯盟對外籍勞工人
權之保障〉，分析國際勞工組織、聯合國與北美勞動事務合作協定
等有關外籍勞工人權保障之規定與實踐，並與歐盟相關規範及實施
情況做一比較；另外，論文也說明歐盟之運作對我國外勞政策之啟
示。
在全球化趨勢下，國際勞工移動日益頻繁，外籍勞工人權保障
也日益國際化，並受到更大的重視。我國目前也是外勞輸入國家，
無法迴避外勞引進所衍生相關問題，對相關國際勞動基準之人權保
障，自宜詳加分析，尤其歐盟經驗似有諸多借鑑之處，值得重視。
洪德欽先生的論文〈歐盟對外貿易與發展協定之人權條款──
規定與實踐〉乃歐洲聯盟法之基礎與理論研究，經由人權條款在歐
盟對外貿易及發展協定之規定與實踐，分析人權條款在歐盟對外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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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所扮演之功能，論證人權條款得以發展為南北合作之一種創新模
式，延伸歐盟人權理念，並對 WTO 貿易與人權議題相關規則之發
展產生一定影響。
歐盟人權條款之規定與實踐，理想崇高務實，目標明確可行，
值得喝采。人權條款與歐盟發展、貿易政策已有效結合，搭配共同
外交及安全政策；歐盟以人權為導向，以貿易與發展為中心，以援
助及制裁為後盾，形成了一種有別於傳統「權力政治」之對外政策。
此一「人權導向」對外政策實可視為歐盟對外經貿關係之一大特
徵，期冀對歐盟及第三國創造「雙贏」效果。
我國政府近年來愈來愈重視人權保障，尤其是在與國際人權法
規之接軌方面。本期專刊論文除了針對歐盟人權保障之發展、規
定、政策、法理等面向，詳加分析外，另就外籍勞工、少數族群與
少數語言、人權條款等議題，從事專題研究。這些議題皆與我國社
會發展息息相關。本期專刊論文對於我國歐盟研究水準之提昇，政
策與立法之比較參考，皆甚具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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